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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



第二世紀的
兩個異端

• Gnosticism (諾斯底主義)
• 輕看物質世界和血肉之軀 (於是輕看耶穌的人性)
• 認為自己的教導，是來自主耶穌秘密的教訓

(gnosis = secret knowledge)，只有少數人知道

• Marcionism (馬吉安主義)
• 不相信舊約聖經 (與及任何與猶太教有關的經文)

• 不相信保羅以外的其他使徒

• 不相信路加福音以外的福音書



正統教會的回應

•正典 (canon)
•信經 (creed)
•使徒的繼承 (apostolic succession)



舊約正典的形成



希伯來聖經 (Hebrew Bible)

• 律法
• 五經：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
、民數記、申命記

• 先知
• 前先知 (former prophets)

• 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
、列王記

• 後先知 (latter prophets)
• 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
書、Book of the Twelve

• 著作
• 詩篇、箴言、約伯記
• The Scrolls: 

• 雅歌、路得記、耶利米哀歌、
傳道書、以斯帖記

• 但以理書、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歷代誌



Septuagint 
(七十士譯本)

•希伯來聖經的希臘文翻譯本

•廣泛地被早期基督徒所採用

•問題所在：包括一些希伯來聖經以外的作品



“Septuagint Plus” (七十士譯本附加書卷)

• Historical Books
• 1 Esdras

• 2 Esdras = Ezra-Nehemiah
• Esther + etc
• Judith
• Tobit

• Poetical & Wisdom Books
• Psalms + Ps 151
• Wisdom of Solomon
• Ecclesiasticus

• Prophets
• Jeremiah + Lamentations + 

Baruch + Letter of Jeremiah
• Daniel + etc
• Maccabees



最早的見證

• Melito, bishop of Sardis, AD 170 (preserved by Eusebius)
• Included all the books of the Hebrew Bible, except Esther
• Doesn’t include any of the “Septuagint Plus”
• He named this collection “the books of the old covenant” (OT)
• Methodology: He visited the East and asked what the Hebrew Bible is 

composed of



東方教會：Athanasius / 亞他那修 (4世紀)

•第一個引用「正典」(kanōn) 這個字眼
•除了以下的作品，他不承認大部份的 “Septuagint Plus”：

• 1 & 2 Esdras
• Jeremiah + Lamentations + Baruch + Letter of Jeremiah
• Daniel + etc
• Esther + etc

•三重分類
• Canonical (正典)
• Edifying (有益的讀物)
• 其他：包括 pseudepigrapha (偽經)



西方教會：Jerome / 耶柔米 (4至5世紀)

•將舊約聖經從希伯來文直接翻譯為拉丁文

•察覺到希伯來聖經並沒有包括 “Septuagint Plus”
• 將七十士譯本附加書卷稱之為 apocrypha (次經)

•三重分類
• Canonical (正典)：可用作確立正統教義

• Apocryphal (次經)：有益的讀物、卻不可用來確立教義

• 其他



之後的發展

•耶柔米 (Jerome) 的拉丁文譯本 (Vulgate) 成為西方教會主要的聖
經譯本

• 雖他他不接受七十士譯本附加書卷為正典，但卻把這些書卷附加在
Vulgate中。

•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沿用耶柔米的分類，只承認希伯來聖經
的書卷是舊約正典

• 為了反對路德的改革，天主教的 Council of Trent (16世紀) 把七十士譯本
附加書卷定性為 deuterocanonical (次經)



新約正典的形成



最早被承認
的書卷

•四福音
• AD 165, Tatian’s Diatessaron (harmonization of 

the 4 gospels)

•保羅書信
• AD 200, oldest surviving copy of the Pauline 

corpus
• 不包括三封教牧書信 (提摩太書、提多書)
• 包括希伯來書

•使徒行傳



受爭議的
書卷

•希伯來書 (真的是保羅的手筆？)

• 3 x 保羅的教牧書信 (提摩太書、提多書)

• 7 x 大公書信 / Catholic Epistles (約翰 x 3、
雅各、彼得 x 2、猶大)

•啟示錄



Muratorian Fragment (第二世紀、拉丁文)

• 第三本福音是路加福音

• 第四本福音是約翰福音

• 使徒行傳

• 保羅致七間教會的書信
• 哥林多 (x2)
• 以弗所
• 腓立比
• 歌羅西
• 加拉太
• 帖撒羅尼迦 (x2)
• 羅馬

• 腓利門、提多、提摩太 (x2)

• 猶大書

• 兩封約翰書信

• 啟示錄

• 一封彼得書信 (?)

• 共21卷



Muratorian Fragment (第二世紀、拉丁文)

• 不包括以下作品：
• 約翰三書
• 彼得後書
• 雅各書
• 希伯來書

• 第二世紀教父 Irenaeus (愛任紐) 在他的著作中只
引用了 Muratorian Fragment中的書卷。



第3世紀
逐漸形成的共識

Alexandrian Fathers (亞歷山大學派的教父)



Clement of Alexandria / 革利免 (AD 150-215)

•四福音
•使徒行傳
• 13 封保羅書信 + 希伯來書
•大公書信

•彼得前書
•約翰一書、約翰二書
•雅各書

•啟示錄



Origen / 俄利根 (AD 184-253)

•把書卷分成四種：
1. 正典–沒有爭議 (undisputed)
2. 正典–被爭議 (disputed)
3. 作者有可疑、不能納入正典
4. 虛假的作品



Origen / 俄利根 (AD 184-253)

正典–沒有爭議 (undisputed)

•四福音

•使徒行傳

•保羅書信

•彼得前書

•約翰一書

•啟示錄

正典–被爭議 (disputed)

•希伯來書

•彼得後書

•約翰二書、約翰三書

•雅各書

•猶大書



第4世紀：共識的初現



Eusebius of Caesarea / 優西比烏 (d. 339)

•把書卷分成四種：
1. 公認的書卷 (universally recognized)
2. 被爭議、但為大部教會所承認 (disputed, but 

recognized by majority of churches)
3. 正典以外、作者有可疑 (spurious)
4. 信仰不正統 (heterodoxy)



Eusebius of Caesarea / 優西比烏 (d. 339)

公認的書卷

•四福音

•使徒行傳

•13 封保羅書信 + 希伯來書

•約翰一書

•彼得前書

•啟示錄

被爭議、但為大部教會所承認

•雅各書

•猶大書

•彼得後書

•約翰二書、約翰三書

共27卷書



Athanasius / 亞他那修 (d. 373)

• 39th festal letter (AD 367) to announce the date of 
Easter

• Took advantage to specify the limit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 First to list exactly our 27 NT writings



Athanasius / 亞他那修 (d. 373)

•主後340年，亞他那修因着亞流派 (Arianism) 的迫
害，而第二次被放逐。在訪羅馬期間，他結識了西
方教會的領袖。

•有學者認為他成功地說服羅馬的信徒接納希伯來書
(或許包括7封大公書信) 的正典地位。



Jerome / 耶柔米 (AD 340-420)

• Vulgate:聖經的拉丁文譯本
•新約共27卷書

•四福音
•使徒行傳
• 7封大公書信
• 13封保羅書信 + 希伯來書
•啟示錄



Augustine of Hippo / 奥古斯丁 (AD 354-430)

• 27卷書的新約聖經



西方教會的共識

•西方教會在沒有舉行任何大公會議的情況下達成共
識，確認新約正典的界限。

•不是人去決定何謂上帝的話語。而是歷史教會在聖
靈帶領之下認出 (recognized)上帝話語的權威。

•上帝的話語是 self-authenticating (自我認證)。



正典的准則
(Criteria of Canonicity)



正典的准則
(Criteria of 
Canonicity)

1.使徒權威 (Apostolic Authority)
2.使徒時代的作品 (Antiquity)
3.正統信仰 (Orthodoxy)
4.大公性 (Catholicity)
5.悠久地被採用 (Traditional Use)
6.神所默示 (Inspiration)



討論 (1)

你認為對嗎？

考古學家最近找到失傳了的一封保羅
書信，也就是哥林多前書和後書之間
的一封書信。有人認為應該把這封信
納入新約正典。

正典的准則：

1.使徒權威 (Apostolic Authority)

2.使徒時代的作品 (Antiquity)

3.正統信仰 (Orthodoxy)

4.大公性 (Catholicity)

5.悠久地被採用 (Traditional Use)

6.神所默示 (Inspiration)



討論 (2)

你認為對嗎？

1968年，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遇刺之後，有一群基督徒提
議將他的作品 Letter from a 
Birmingham Jail納入新約正典。他們
認為這封信明顯地是被神所默示。

正典的准則：

1.使徒權威 (Apostolic Authority)

2.使徒時代的作品 (Antiquity)

3.正統信仰 (Orthodoxy)

4.大公性 (Catholicity)

5.悠久地被採用 (Traditional Use)

6.神所默示 (Inspiration)



正典中的正典?
(Canon within Canon?)



正典中的正典? 
(Canon within Canon?)

許多信徒會犯的錯誤：「聖經
中某部份的作品才是上帝話語
的核心。其他的書卷只有次要
的地位。如果這些次要的經文
違背上帝話語的核心信息，我
們大可以對這些次要經文置之
不理。」

全本聖經都是上帝的話語


